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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想要的，欧盟会给吗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节目中循环播放。 华盛顿战略研究
中心专家认为， 埃尔多安以此把他
的选民的民族主义神经打磨得更加

上周， 因为与欧盟多国爆发外
交口水战，土耳其再次成为焦点。

锋利，为宪法修正案通过打基础。

难民成“筹码”

眼下， 土耳其总统执政有三大
关键词：修宪公投、里拉汇率、难民。

除了点燃选民的民族情绪，难

修宪公投，事关其执政前景；里
拉汇率，攸关土耳其经济前途；而难
民问题， 是土耳其外交中的最重要

民依然是埃尔多安的“筹码”。
根据欧盟与土耳其 2016 年 3

筹码。

月达成的协议， 从 2016 年 3 月 20

外交“口水”

日起， 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
法难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 土耳其
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有难民进入

“向埃尔多安学习如何成为赢
家”，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印有土耳

欧盟国家， 欧盟将向土耳其提供资
金以资助难民相关项目。

其总统照片和宣传标语的红色小旗

数据统计显示，过去一年，抵达

子随处可见。
当前， 土耳其总统正在为 4 月
16 日举行的修宪法案公投做最后
冲刺。

希腊群岛的难民人数大幅下降了。
不过，一些欧洲领导人警告说，当海
水再次变得温暖， 更多的人会选择
3月 16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公投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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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草案公投有多重要？
如果获得通过， 土耳其政体将
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 宪法将赋予

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在蛇头手中，新
的难民危机也将到来。

2029 年。

据美联社报道， 欧盟轮值主席
国马耳他总理 Joseph Muscat 预计，
这个春季穿越地中海的人数将到达
创纪录的水平， 能有的选择是要么

由于土耳其允许民众拥有双重
国籍， 那些在欧盟生活工作的土耳

现在就行动起来，要么是等到 4 月、
5 月紧急会面时再去解决，“事情正

其侨民就成为公投的重要力量。
2015 年总统大选中，埃尔多安领导

在变得复杂， 我宁愿现在就去面
对”。

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居住在德
国、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的土耳其人

糟糕的是，因为集会禁令事件，
土耳其副总理 Kurtulmus 表示，“欧

的巨大支持，其中，59.7%在德国的
土耳其人把选票投给了正义与发展

总统实权， 埃尔多安可能执政到

德国有 300 万土耳其侨民，其

洲没有遵守移民协议，对我们来说，
协议已经终止。 ”
一旦土耳其真的终止协议，意
味着土耳其将放开边境， 数百万难

中， 有投票权的约 140 万。 荷兰共
1700 万人，有 130 万人拥有双重或

民将涌入欧洲。
出于国家安全考量， 法国就选

多重国籍， 其中，31 万人拥有土耳
其国籍。 奥地利约 160 万欧洲移民

择对土耳其友好。 恰武什奥卢在 3
月 12 日顺利抵达法国梅斯市造势。

中土耳其裔约占 18%。
3 月初开始， 埃尔多安的部长
们如走马灯一般， 到欧洲各国动员
土耳其侨民投票。

法国外交部长艾罗 3 月 12 日呼吁，

党。

缓和土耳其与荷兰等欧盟国家的紧
土耳其一位女部长卡亚被荷兰警方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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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关系， 希望土耳其政府避免采取
过激行为。

3 月 11 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
武什奥卢打算坐专机， 飞往荷兰鹿
特丹，参加一个当地土耳其人的聚
会。 不过， 荷兰方面拒绝了飞机降

有意思的是， 尽管法国对土耳
其展现出了友好， 但是法国国旗还

落的申请。
由于集会比较重要， 土耳其第
二天又派了一位名叫卡亚的女部长
从德国驱车入境荷兰参加这个聚
会。 这一次， 卡亚在路上被荷兰警
方拦住了，卡亚严厉交涉，未果，在

国旗”的视频。 在视频中，他们发泄
了情绪，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这帮
土耳其人错把法国国旗当成荷兰国
旗，烧掉了。

是被“波及”了。 近日，网上流传着
一段一群愤怒的土耳其人 “烧荷兰

里拉“痛点”

警车的护送下被遣送出荷兰。 由于
不过， 考验埃尔多安执政位置
的还有一个东西：土耳其货币里拉。
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一

部长没出现，这个活动最终泡汤。
不仅荷兰态度生硬。
德国政府也取消了恰武什奥卢
的两场演讲，随后，又以会场容量不

直徘徊在 2%-4%之间，2016 年第
三季度更是首次出现负增长， 全年

足为由， 撤销了土司法部长博兹达
的见面会活动的场地许可证。

经济增长只有约 2.7%。 通货膨胀
率、失业率一直维持高位，近年土耳
其通货膨胀率多在 7%以上， 个别

3 月 10 日，奥地利的四个城镇
也取消了拟在当地举行的土耳其宪
法公投造势活动。 奥地利内政部长
索博特卡表示， 奥地利正在起草一
项法律修正案， 以阻止他国政治人
士赴奥地利从事竞选活动。
“你听着，你会蹦跶一次，蹦跶
两次， 但我的人民会让你最终完
蛋。 ”土耳其与欧盟本就心存芥蒂，
此次发生这样的外交事件， 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怒了。

年份甚至高达 10%，远超正常水平

3月 16 日，欧盟移民事务部委员在希腊的莱斯博斯岛视察移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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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里拉贬值加速。 2016 年，里拉
全年贬值 17%。 进入 2017 年，贬值
势头依然在。 第一个交易日就暴跌
5.8%。
里拉暴跌削弱了土耳其人对里
拉的信心。 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在去年底呼吁该国居民 “把外币
兑换成土耳其里拉”，但土耳其居民
及非银企业的美元存款一路攀升。
根据土耳其央行的数据， 去年 9 月
公司部门的外币负债超过资产达创
纪录的 2130 亿美元。
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新
兴市场研究主管 Jakob Christensen
称，“没有人想留在最后， 每个人
都往大门奔跑。 没有迹象表明，土
耳其当局在认真对待其国内处
境。 ”

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 “全力支
持荷兰政府”的言论后，埃尔多安痛
骂“默克尔支持恐怖分子”。

欧盟“尴尬”
《欧洲人权公约》第 11 条规定，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必须尊重集会自
由。 但是， 这项自由并不是无条件
的。 根据条款， 各国政府在认为集
会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
时候可以加以限制。
欧洲国家为何如此不欢迎土耳
其官员前来拉票？
有分析认为，欧盟国家认为，土
耳其的修宪法案进一步破坏本已脆
弱的三权分立机制， 有可能发展为

和政府的控制目标（5%），失业率高
达 10%左右。 自去年 7 月以来，土

3月 17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售货亭摆放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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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土耳其央行维持基
准回购利率不变， 只是将隔夜贷款
利率上调了 75 个基点。 此前市场
普遍预期， 土耳其央行此次将至少

欧盟开出了两个条件：一、土耳其必
须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二、土耳其必
须是一个民主国家。
有分析认为， 基于土耳其的民
族特点，这两个条件其实是矛盾的。

表现都很虚伪， 宣称有关土耳其申
请加入欧盟的谈判仍然存在， 但其
实不存在，这给埃尔多安的民粹主
义留下了充分表演的空间。
在遭遇欧洲几国禁止后， 抨击

上调基准回购利率 50 个基点，来稳
固汇率。此决定宣布后，里拉再次大
跌。

去年 7 月， 土耳其国内政变未
遂，为肃清余党，政府已拘捕了 4 万

欧盟对这些举动大加挞伐，认
为土耳其政府不尊重基本权利和法
治， 并以此为由搁置了签证自由化
进程。 去年 11 月 24 日， 欧洲议会
以高票通过一项决议，欧盟委员会

多名嫌疑人，包括军警、司法、情报、
政府部门和学校在内的约 10 万公
职人员被开除。

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应该冻结与土耳
其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

法国国际关系暨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比力龙称， 欧盟必须重新调
整与土耳其的关系。 当前， 欧盟的

这些国家成了土耳其修宪公投的一
个重大议题。 在土耳其， 荷兰防暴
警察攻击抗议者的视频片段在电视

扰。 去年， 埃尔多安曾表示，“如果
银行不降贷款利率， 那么就是叛
国！ ”

现总统埃尔多安的集权统治，是“民
主的倒退”。

有分析认为， 土耳其央行的货
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埃尔多安的干

